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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安徽

最新数据显示，1—8月份，安徽
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5389.7
亿元，同比增长 13.9%，与 1—7 月份
持平，继续保持全国第 2位，中部第 1
位。这些数据表明，安徽经济和全国一

样开始止跌回升，但具有较大拉升作

用的煤炭、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却回

升乏力，有的甚至仍有下探的趋势。

优势产业承受巨大压力

煤炭、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一直

是安徽的优势产业，但这批传统产业

自 2012年初开始，已显得增长乏力，
往日的优势产业承受着巨大压力。

淮北矿业、淮南矿业、皖北煤电、

新集能源是安徽省四大煤炭企业，受

宏观环境影响，四大煤炭企业都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淮北矿业和

皖北煤电的冲击最大。淮南矿业和新

集能源由于较早地进行煤电一体化战

略调整，从而在这次冲击中相对受影

响较小。

马钢作为安徽钢铁企业代表，但

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摆
脱铁矿石涨价的挤压，在这轮产能过

剩的风潮中依然面临着超强的压力，

虽然进入下半年销售和利润开始止跌

回升，但活力明显不足。

具有世界水泥话语权的海螺集团

也同样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但他们凭

借资源、规模和品牌优势依然占据着

水泥市场的主导优势。而同样具有世

界水平，首个安徽千亿元企业的铜陵

有色也再没有昔日的强盛，因受到宏

观经济影响而脚步放缓。

这些传统产业受到如此冲击，一

方面确实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而无

法回避，另一方面是产业自身的局限。

比如煤炭产业，受市场影响价格一直

低迷，而安徽煤炭因地质条件的限制

成本无法下降，因此在这次竞争中必

然会落在下风。而这几年的产业调整

大多是投向与之相关链的煤化工、煤

焦化等下游产业，它们也同样因为市

场因素而饱受痛苦，有的甚至出现越

延伸产业链越亏损的状况，让人十分

尴尬。反而转向其它领域或行业的却

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装备制造业冲在前列

8月份全省装备工业完成工业增
加值 234.79亿元，同比增长 14.4%。

其中：金属制品业累计完成工业

增加值 173.85亿元，同比增速 19.1%；
通用设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283.41亿
元，同比增速 21.7%；专用设备制造业
完成 197.11亿元，同比增速 15.2 %；汽

车制造业完成 275.27亿元，同比增速
8.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
输设备制造业完成 29.34亿元，同比
下降 9.3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完成 610.53亿元，同比增速 14.3%；
计算机、通讯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完成 195.25 亿元，同比增速 40.8%；
仪器仪表制造业完成 32.27亿元，同
比增速 14.3%；金属制品、机械和设
备维修业完成 10.74亿元，同比增速
8%。九大行业增速与 7月份基本持
平。

这些数据显示，安徽省装备制造

业在经济低迷时期表现出较为强劲的

势头。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认为，

这是安徽省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产

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制造设备和工艺

水平提升的结果。

多年来，安徽省一直将产业结构

调整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为此，

成立了“合芜蚌”高新产业和技术试验

区、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江

北、江南产业集中区等多种政策措施

叠加的发展特区，引进和培育了一大

批“专、精、特、新”等新型企业，江淮汽

车的新能源汽车、合力叉车的大吨位

电瓶叉车、星马汽车的新型重卡都成

为市场上的宠儿。

消除工业经济
“两极分化”

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民
营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449亿元，增
长 14.3%，增幅比上月提高 4.8个百分
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为 64.3%。
纵观近几年安徽工业经济发展，

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在宏观经济

向好的大环境下，以国有企业为代表

的安徽大中型以上企业在全省经济发

展起到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当时，很多

人疾呼，安徽经济差就差在民营这块

短板，为此，安徽提出了“全民创新创

业”的战略举措，从人、财、物上给予支

持，使得民营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诞

生了一批以科大讯飞为代表的高精尖

民营企业。

在今年 2月举行的全省民营经济
大会上，再次出台了安徽民营经济发展

20条，这 20条的含金量主要表现在人
才支持、财政配套资金、税收方面。这

20条发展意见列出了 55点分工要求，
涉及包括经信、发改、财政、税务等几乎

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对政策不落实的

部门和市、县、区，还将进行问责。可以

说，安徽民营企业发展的春天到了。

在民营经济表现强劲的强烈对比

下，安徽省国有规模以上企业表现明

显欠佳，尽管这些企业采取了各种措

施，仍然无法扭转颓势。一位分管工业

的政府官员表示，安徽省国有大企业

传统产业占有的份额较高，这也是受

到冲击最大的部分，如果要减少“两极

分化”出现的频率，根源仍然在全省产

业的布局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上。

据了解，与安徽一衣带水的江苏

省，现在的GDP和财政收入是安徽的3

倍；特别是工业企业数，比安徽整整

多了100万家, 现在信息化又走在了

前面。安徽工业经济的发展一是数

量，二是质量，而质量的关键还在于

“两化融合”程度。

最近，安徽提出工业发展要在总

量、存量、质量三个方面下工夫。目

前，安徽省的经济总量还很小，去年

工业增加值才7500亿，今年预计能达

到8000多亿，而江苏省去年是26000

亿，量的差距太大了。安徽的资产这

么大，货币这么多，有很多是无效的，

甚至是低效的，所以要做调整。当然

存量调整必须要靠增量来完成。

在工业发展上，要做到企业、产

业、项目、园区四位一体。抓经济就是要

抓工业，抓工业必须要抓企业。皖北地

区落后就是企业太少。安徽省比江苏省

差，也差在企业上。江苏省现在有130万

家企业，安徽是30万家，少了100万家。

因此，量的增加是硬性的，五年工业要

翻一番，首先是企业个数的翻番。

质就是特色。特色靠品牌，靠名

企。而品牌和名企的培养成长，是需要

有良好的环境和高效的运作方式来保

障，而“两化融合”是最佳途径，只有用

信息化来支撑和管理企业，这样的企

业才会走得更远，才是个有质的企业。

工业发展需要量和质同进

主编视点

9 月 22 日，是中秋节小长假后
上班的第一天，已迈入世界叉车行

业十强的我国叉车龙头企业安徽叉

车集团 （简称安叉） 车间机声轰鸣，

一辆辆刚刚组装下线的叉车正排队

等待全面检测，正在检测的技术员

将电脑连接到叉车上，电脑上很快

出现了一组组数据，综合地反映着

叉车各部件及动力总成的运行情况。

这是信息化在安徽制造业改造升级

中的科学实践。

虽然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我

国制造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但作为世界叉车企业风向标的安徽

叉车集团却仍然高歌猛进。安叉市

场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叉车集团

实现产、销叉车 5.6万台，同比增长
19%和 18%，其中叉车出口达 6680
台。安叉市场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

安叉创造了行业内年产及单月产销

新的纪录。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个安叉

员工手上拿着生产线上使用的生产

制造执行信息采集系统的无线终端，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将产品的一些重

要零部件的信息及时采集到企业中

央信息系统里面。比如倾斜油缸安

装上以后，用手持终端对着上面的

条形码扫描一下，这个产品的信息

就会在瞬间传送到企业中央信息系

统里面。一个个条形码，就像这些

零部件的身份证，通过信息系统采

集后，他们使用了多少，什么时间

被装配到哪辆叉车上等这些重要信

息就会被及时完整记录，做到全盘

掌握。

安叉集团下属合力公司总经济

师张孟青说，因为有这么多物料，

如果人工管理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因为企业的订单全部是实时的，所

以必须及时知道整个物料的变动情

况。

合力公司信息化副部长张纪九

介绍，通过信息化集成应用平台，

合力公司实现了自主创新产品的设

计、快速开发和形成自有知识产权，

形成了按客户需求进行组装、按组

装要求进行备货的管理模式，提升

了企业内部生产运营质量和管理水

平，与上下游产业形成了快速高效

的合作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合力

研发了新一代符合美国 EPA 标准的
绿色环保型 G 系列叉车以及可与国
际知名品牌相媲美的 18—25 吨集装
箱处理设备。根据国际市场发展趋

势，瞄准中高端市场，自主研制了

系列装载机等工程机械产品。目前

公司能够生产全部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内燃、电动、石油液化气等

1700 多种型号、512 个品种、22 个
吨位级叉车，可满足中小吨位和大

吨位需求，并拥有全国叉车行业唯

一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合力公司企业财务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以前产品的报表都是以月

为单位，每个月的财务凭证大约为

400张，而现在由于信息化搭起了财
务与生产的桥梁，每个零部件动一

次就有一个凭证，每个月会达到 800
万张左右，实现物流、信息流以及

资金流的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安徽省及合肥市两

化融合的示范企业，自 2011 年该公
司在这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 2800 万
元，预计整个“十二五”期间将达

到上亿元，实现企业信息技术的全

覆盖。安叉公司的努力仅仅是当前

安徽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方面的一

个缩影，早在几年前安徽就开始尝

试用信息化的钥匙打开经济转型升

级的大门，并通过企业和区域的双

轮驱动，使一批骨干企业成为了省

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的主力军。信

息化技术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企业

的智能制造、创新研发、经营管理

等众多方面。

信息化加速安徽合力转型升级

弥合传统产业硬伤
安徽深度调整产业布局

日前，安徽省在马鞍山市举办全省两化融合与转型升级

专题研讨班。会上，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提出了在当前新

形势、新挑战下对两化融合的新要求。他认为，这是发展的必

然，每个企业都要认识到当前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面对

新形势要做好哪些工作。

据牛弩韬分析，当前政府和企业面临的经济形势是错综

复杂、多变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出口形势一直

疲软，企业订单不多，有订单也不敢接，市场变化快，汇率变化

快，成本上升。虽然美国经济在复苏，日本经济有所回暖，但是

欧盟经济依然迷茫，所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这驾马车不可能

有太大的起色。

牛弩韬称，从投资来看，目前面临的形势是产能严重过

剩。现在 24个工业部门有 21个部门说产能过剩，有的是绝对

过剩，有的是相对过剩，有的是周期性过剩。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政府企业不知道投资什么，企业投资变得紧缺，招商引资越

来越难。

牛弩韬表示，从货币政策看，我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M2

达到 105万亿，占全世界的 1/3，但货币没地方去。通过银行搞

房地产，带来了经济的泡沫，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风险也越

来越大，这个风险最终是银行的，是国家的。同样，地方政府通

过融资平台融资，但投资投什么，依然是难题。

从消费方面分析，现在消费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拉动比例

在上升，今年中国经济形势跟过去有点反差。过去一直是西部

最快，今年东部反而好一些，一是消费拉动，二是高新技术产

业，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拉动。但是，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资金成本不断上升。用工成本也不

断上升，平均工资不断上涨，过去靠拼土地招商引资，现在土

地越来越贵，征地越来越难，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环境的成本

也是越来越高。这些都是企业遇到的共性问题。这就是当前面

临的新形势。

牛弩韬说，在这样新形势下，发展经济走过去那样粗放增

长的路显然不行，必须要调整结构。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

充分利用好信息化这个路径，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牛弩韬认为，当前，两化融合可从十个方面来思考推进：

以信息思维来谋划工作；以信息思维抓工业设计；用信息化来

支撑制造业；用信息化促进管理；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绿色发

展，节能减排；用信息化来保障安全生产；用信息化来催生新

业态；以信息产业来构筑新的平台；加快互联网银行建设；经

信委利用信息化进一步做好经信委的工作。

以信息化路径
发展新型工业化

8 月 26 日，由国开行担任“综合融资协调人”、国开行全
资子公司国开证券任主承销商的“2013 铜陵建投债”成功发
行，这是安徽省首支、也是全国第二支“债贷组合”试点企业债

券，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期限为 7 年，发行利率 6.98%，募集
资金将用于铜陵市郊区金口岭区域棚户区改造等四个棚户区

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杨珊)

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

国开行直接间接融资相结合支持棚户区改造

日前，安徽省无为县安监局对全县矿山、烟花爆竹、危险

化学品等重点行业进行全面检查，查排各类隐患 145条，整改
145条，对 4家露天矿山存在的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处罚
金额 7.5万元，责令停产停工企业 4家；县交通局组织 8个检
查组，对全县交通运输各领域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全面检查，

共排查安全隐患 36条，整治 36条，整治率达 100%；县住建局
对 58 个在建项目检查后，下发建设工程隐患整改通知 141
份，罚款 19万元，禁止 6家施工企业半年招投标。(胡春雷)

无为县多措并举扭紧安全生产“阀门”

9 月 3日，从合肥市瑶海区获悉，央企、世界百强地产企
业中国建筑旗下的中建四局华东总部项目正式在该区破土动

工建设，标志着该市瑶海区又添一重量级区域总部。据了解，

该总部经济项目位于铜陵北路高架与和平路交口，建筑面积

近 6万平方米，高度将突破 100米，拟建成为 5A标准、国家绿
色建筑三星级标识的综合性建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瑶海的

一座地标式建筑。此次企业择“瑶海”而栖，说明合肥市瑶海区

打造“东部总部经济圈”、推进城市经济转型取得了新的重大

成果。 （堂所 解琛 吴玲）

又一央企区域总部经济项目在合肥开工

9月 13日，从合肥高新区获悉，区内民营企业达 3000多
家，占入区企业数的 83豫以上，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111家，占
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 64.5豫，培育了安科生物、科大讯飞、美
亚光电、阳光电源等一批上市企业。截至今年 8月底，民营企
业实现产值 125.7 亿元，就业人数达 10 万多人，民营经济正
逐步成为高新区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合肥高新区

民企合作发展新签定的合同项目达 11个，合计总投资约 45
亿元。 （郝玲）

民营经济成合肥高新区发展重要支撑

马钢新区四钢轧总厂钢区操作人员正在细致确认铸坯表面质量 黄永安上善中秦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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